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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赵 丽

◎新片

《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

面对内外质疑，主教练携教练组坚持

大刀阔斧改革，不被看好的“男乒新五虎”

发挥各自优势，终于在1995年世乒赛上演

了精彩的绝地反击，重新夺得斯韦思林杯。

上映日期：2月17日

类型：剧情/体育

编剧：俞白眉/孟晖

导演：邓超/俞白眉

主演：邓超/孙俪/许魏洲/段博文/蔡宜达

出品方：厦门恒业影业/爱奇艺影业/天

津橙子映像

发行方：厦门恒业映画影业/爱奇艺影业

《不能流泪的悲伤》

青梅竹马到年少心动，赵心卉和林汉

聪认定彼此是携手一生的人，然而面对距

离的隔阂、家庭的牵绊，她能否找回遗失的

爱人，收获相伴一生的美满爱情？

上映日期：2月14日

类型：爱情

编剧：吴亮 / 吴骊珠

导演：唐家辉

主演：何蓝逗 / 蔡凡熙 / 王耀庆 / 许光汉

出品方：亚太国影/中影股份等

发行方：猫眼微影/中影股份

《可不可以不要离开我》

30多岁，他们在客观困境中找到幸福

的方向，走向不惑；就像在这个看似难熬的

冬天，大家都在期待春暖花开，而春天如约

而至。三十不惑、爱情不惑、命运不惑。

上映日期：2月14日

类型：爱情

编剧：张炭

导演：王子鸣 / 萧飞

主演：郭涛 / 卢靖姗 / 贾冰 / 陈乔恩

出品方：北京澜庭海韵/影聚天际等

发行方：影聚天际

《极速保镖》

讲述了重返护卫行业的高锋，为了保

护海外华人资产及技术不被恶势力侵犯，

远渡海外，展开了一场生死营救，成功将海

外技术及资产护卫回国。

上映日期：2月14日

类型：动作/罪案

编剧：王星哲

导演：王星哲

主演：王清亭 / 王洪祥 / 李炳雷 / 唐昕

出品方：西安星道影视/天津汉裕影视

发行方：浙江东阳四月天

《胡杨林之恋》

病情复发的陈梅决定放弃治疗，生

命倒计时中与彭浩一起去沙漠看胡杨

树，于是，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在三轮车

上永生……

上映日期：2月14日

类型：剧情 / 爱情

编剧：曹国强

导演：陈成

主演：赵亮 / 孙洪涛 / 王静 / 王双宝

出品方：四川伯坚影视

发行方：华夏电影

《环海战记》

作为职业摄影师的王哲，在遭遇了一

系列现实生活的压抑和不如意后，决定重

拾年幼时的梦想……

上映日期：2月14日

类型：喜剧 / 冒险

编剧：万剑琨

导演：万剑琨

主演：王哲 / 罗小刚 / 王斌 / 李建耀

出品方：四川盛世星语/成都梦太奇文化等

发行方：湖南万一文化/湖南芒果影业

《蚁人与黄蜂女：量子狂潮》（美）

蚁人与黄蜂女再度携手出击，直面

MCU第五阶段最强反派——征服者康，更

有新角色魔多客（寇瑞·斯托尔加入战局，

英雄们能否打破困境，守护家人？

上映日期：2月17日

类型：科幻/动作

编剧：杰克·科比 / 杰夫·洛维斯

导演：佩顿·里德

主演：保罗·路德 / 伊万杰琳·莉莉 /

乔纳森·梅杰斯

出品方：漫威影业

发行方：中影股份/华夏电影

《冥绝村》

讲述的是神秘古老村落“冥绝村”与世

隔绝，民国时期与外侵者抗争，誓死守护

“战神之碑”的故事。

上映日期：2月17日

类型：惊悚

编剧：常峰

导演：赵禹

主演：魏允熙 / 刘浩闻 / 马继 / 颜玮良

出品方：青岛汇通航影视/安徽伍号信

息科技

发行方：浙江东阳四月天

《岗上花开》

返乡创业的保田受聘为岗上村的包村

干部, 他刚上任就面临着种种难题与挑战，

尤其是他的父亲。在这场父子较量中无法

取胜的保田充满无奈，苦苦思索寻找新的

办法。

上映日期：2月17日

类型：剧情

编剧：封雪 / 封泉生

导演：强小陆

主演：隋存毅 / 李奕娴 / 马跃 / 黄精一

出品方：安徽众悦影视

发行方：万德（天津）文化传媒

《绿色的声音》

讲述了幼儿们在幼师指导下与大自然

快乐成长的故事。

上映日期：2月17日

类型：剧情 / 儿童

编剧：鄢满英

导演：谭鑫铭

主演：碰碰胡 / 贺玲 / 罗皓义 / 刘萱

羽 / 成柏瀚

出品方：湖南四方影视

发行方：霍尔果斯咏年影视

《书记日记》

讲述了村书记焦为民在扶贫过程中

引导鼓励有志农民创业，还不忘文化扶

贫，提高百姓精神生活，成功带领村民走

上致富路。

上映日期：2月17日

类型：剧情

编剧：王状

导演：郑景元

主演：郑景元/胡彩虹/石俊辉

出品方：河北泽风文化/顺平浦兴庄园

发行方：兰硕文化

本报讯 电影《穿过月亮的旅

行》于近日情人节发布“奔赴见

你”版海报及预告，正式公布阵

容。该片改编自作家迟子建的小

说《踏着月光的行板》，由李蔚然

执导，张家鲁监制，张宇总制片，

张子枫、胡先煦领衔主演，黄小

蕾、赵小棠、李嘉琦（以电影出场

顺序排序）友情出演，还有更多演

员 惊 喜 加 盟 ，将 在 未 来 一 一 揭

晓。故事讲述的是一对新婚燕尔

却 在 不 同 城 市 打 工 的 异 地 小 夫

妻，在中秋节当日同时获得了一

天意外假期，为了给对方惊喜，两

人分别搭上火车踏入了一段跌宕

起伏、扣人心弦的浪漫旅程。

《穿过月亮的旅行》是张子枫

与胡先煦继电视剧《小别离》之

后，首次大银幕合作，同时也是两

人首次搭档出演夫妻。不少网友

表示，“非常期待两位实力派年轻

演 员 的 再 度 合 作 ，希 望 尽 快 上

映！”张子枫和胡先煦作为青年演

员代表，演技一直备受外认可与

关注，此次大银幕合作出演夫妻，

引发强烈期待。《穿过月亮的旅

行》由北京友光影业出品，2023 年

将与观众见面。 （杜思梦）

本报讯 近日，电影《我才不要和

你做朋友呢》于吉林市正式开机，总制

片人尹香今、猫眼影业总裁张博、制片

人程睿，导演何念，领衔主演庄达菲、

陈昊宇、王皓，特邀主演毕雯珺，友情

出演杨皓宇，主演董思怡、万国鹏、王

羿澄亮相开机仪式。

影片改编自同名口碑电视剧《我

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剧版主演庄达

菲、陈昊宇真情回归，再演“母女”，令

人“期待值拉满”。

该片将在吉林市、长春市以及深

圳市取景，北方与南方、千禧年与零零

后之间的碰撞，让浪漫青春呈现不一

样的怀旧风潮，让昂扬生命力的青春

喜剧有不一样的走心感动。

值得一提的是，电影还有众多新

面孔惊喜加盟，为故事注入更多欢

笑与活力！通过《一年一度喜剧大

赛》被观众熟知的吉林本地人王皓；

辽宁小伙毕雯珺的助阵，也让主创

阵容中“东北血统”更加纯正。更有

东北喜剧“老炮儿”贾冰、以“杨式幽

默”著称的杨皓宇鼎力加盟，相信会

给影片带来惊喜趣味。此外，还有

董思怡、万国鹏、王羿澄、闫强等演

员实力出演。

该片由万达影业、天浩盛世娱乐、

天津猫眼微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

万达长春影都影视产业园、定海神针影

业、眼保健操制作（北京）协助摄制。其

中万达长春影都影视产业园为剧组提

供了在吉林期间全程的线上线下勘景

服务及外联等协拍服务，协助影片顺利

地在吉林省进行拍摄制作。

（赵丽）

本报讯“狼叔”休·杰克曼主演的

电影《困在心绪里的儿子》近日发布的

“矛盾激化”片段中，“狼叔”将一位父亲

从试图讲道理到情绪彻底失控的崩溃

演绎得层层递进，极具冲击力。

片段中，正值青春期的儿子尼古

拉斯深陷抑郁情绪，再次逃学。身为

父亲的彼得无法理解儿子的困扰，但

又希望能帮助他。他先是一番成功学

大道理输出，却将儿子逼迫到更绝望

的境地。而尼古拉斯对彼得的控诉，

又反过来刺激到彼得，父子之间的龃

龉与种种怨怼，彻底摊牌，以至于彼得

在盛怒之下对儿子动了手，父子关系

濒临破裂。

身为人父的主演休·杰克曼在出

演影片时贡献了精彩的沉浸式表演，

精准演绎出当孩子出现问题时一个父

亲的无能为力。导演透露，他与摄影

本·斯密哈德共同为影片精心设计了

一套镜头语言。“在彼得认为自己能找

到办法帮助儿子时，我们决定使用非

常稳定的拍摄手法，以让观众感觉一

切都在控制之中。而在他发现局面已

经失控时，我们会使用手提摄像机，以

让观众感觉世界变得不稳定，并即将

分崩离析。”这一巧妙的镜头切换，的

确让观众体会到了休·杰克曼更丰富

的表演层次，正如“狼叔”所说：“在彼

得非常自信自己可以掌控一切，平衡

好生活、两个家庭和孩子的关系时，观

众已经能从细节处看到彼得正在逐渐

失控。”

《困在心绪里的儿子》由英国电视

四台电影部和英国精巧媒体出品，奥

斯卡获奖电影《困在时间里的父亲》导

演佛罗莱恩·泽勒执导，将于2月24日

全国艺联专线上映。

（杜思梦）

本报讯 由翁子光导演、编剧，郭

富城、梁朝伟、杜鹃领衔主演的电影

《风再起时》情人节发布“反向求婚”片

段，片段描绘了磊乐（郭富城 饰）和蔡

真（杜鹃 饰）在街头约会时的场景，蔡

真强势“求婚”磊乐，霸气探长甜蜜中

竟露出羞涩一面，浪漫氛围感“拉满”。

片段中磊乐与蔡真在一家路边卖

云吞的小摊约会，两人面带笑容，看向

对方的眼神藏不住的甜蜜。云吞面刚

吃几口，磊乐便在西装里四处翻找，当

他回头却惊讶地发现蔡真拿着自己准

备的求婚戒指。蔡真问到“给我的”

时，一直给人外向、张扬印象的磊乐，

竟露出羞涩的一面，紧张到话都说不

出来。在此刻，两人已认准了对方，就

是未来风雨与共、相伴一生的那个

人。有许多观众对这段情节都记忆深

刻：“路边摊求婚那场戏既惊喜又浪

漫，平时霸气的探长磊乐在爱情面前，

也变成了一个小男生的模样，反差感

太生动了。蔡真主动追爱的干脆果

决，更让人一下记住了这个又美又飒

的大嫂。”

该片段也通过色彩的搭配，向观

众展示了电影中角色浪漫细腻的一

面。约会时的暖色基调流露出磊乐与

蔡真间的甜蜜温暖，与磊乐常穿的冷

调衬衫马甲形成明显的对比，导演翁

子光通过这样的光影艺术，让观众沉

浸在电影之中，与片中人物产生强烈

的情感共鸣；郭富城与杜鹃也用出色

的演技令各自的角色丰富立体起来，

他们不只是在权钱战场上厮杀的“传

奇争夺者”，更是在生活里书写唯美情

感的“浪漫制造者”。

《风再起时》由大地时代文化、美

亚电影、大地电影发行（香港）、美亚长

城传媒（北京）出品。

（杜思梦）

本报讯 由任素汐、李晨领衔主演的

电影《荒原》近日发布“极限Solo”演技赏

特辑与“独行”版海报。剧组深入无人区

腹地实景拍摄，任素汐面对沙暴与高温

热浪等极端天气，与大自然上演极限对

手戏。影片将于3月3日全国上映。

特辑中，任素汐饰演的“丛林”独行

荒原无人区，与“大自然”对戏，奉献“本

能式”真诚表演。《荒原》拍摄现场地表温

度最高有60度，拍摄期间还要不断遭遇

风暴和沙暴的“突袭”，在这样真实恶劣

的拍摄环境下无疑给拍摄带来了更多的

难度，对演员来说也是一次极大的考

验。任素汐表示：“大自然能赋予这个角

色的对手戏太多了，这个力量感是让你

既害怕它，又恐惧它，同时还对它充斥着

敬畏之心。”谈及表演，任素汐表示，“那

种绝望感既是演员的处境，又是人物的

处境，所以不需任何预设的表演，把感受

反映出来就是最真实的表达。”

导演左志国介绍：“荒原其实是一

个人对抗自然的故事，为了生存一步步

剥落自己的物质属性。”任素汐也坦言：

“《荒原》是我一直想要演的电影，很喜

欢看一个人的冒险片，尤其女性冒险题

材在市面上更少见，相信观众会喜欢这

样的电影。” （杜思梦）

2月 13日，都市情感剧《夏花》登陆

腾讯视频全网独播。

久违的浪漫的现实题材都市爱

情剧。

自开播以来，《夏花》受到了不少年

轻观众的青睐。在腾讯视频上，不少用

户给出好评：“很有氛围感，画面精良，

演技很有带入感。”“导演色彩色调把握

超好，太唯美了！”……

《夏花》讲述了萧寒、何冉两个在情

感上受过伤害、有过缺失的人，在遇到

对方之后重新敞开心扉，彼此拥抱取暖

的故事。

剧中的场景细腻而真实，但是一步

步的悬念设计引人入胜，正是这样简单

而不简约的故事背景，延伸出两人的感

情成长的往事。

剧中的男女主人公被彼此身上不

同于自身的个性吸引，在双向奔赴的过

程中实现自我救赎，这也是对当代都市

爱情的最好注解。从目前播出的内容

来看，这是一段在极致情境下的互相角

逐的情感关系。而主演言承旭、徐若晗

的演绎更是打动了很多观众，“演得太

好了，一笑一颦都拿捏有度，正是这种

贴近内心的真实感，才能将观众带入剧

情，并与之产生共鸣。”可以说，言承旭、

徐若晗二人是很多观众心目中的萧寒

和何冉。

随着剧情的推进，观众为两人的人

生轨迹牵肠挂肚。作为普通人的我们

更是以此为镜，照见现实的同时观照自

身，引起现实的共鸣和延宕的思绪。

《夏花》在表现爱情时，更是在展现

和验证生活本身，其魅力在于将普通人

的情感和价值观念放置于最极致的戏

剧情境里，以剧集角色映射现实中的我

们。虽然彼此经历不同，但情感相通。

其实，年轻人在观剧时对镜自省，并进

行情感投射已然成为一种习惯。因此，

年轻人的爱情观也在不断变化，而剧集

中所刻画的爱情无关门第、不问出身，

甚至超越生死，为观众带来了真挚的情

感表达，让观众感受到爱情题材经久不

衰的吸引力。

值得注意的是，影片中大量的喜

剧元素，消解了原本故事中相对厚重

的部分，让观众以轻松的心态去审视

生命、爱情，从而更容易令人接受。

而“青春”作为着重展现的重要元素，

表现在剧中的方方面面。阳光、白

裙、洋溢的笑脸，无一不是肆意绽放

的青春。

从拍摄质感来看，《夏花》更是给人

以非常唯美的感觉，可以说每一帧都是

青春的感觉。《夏花》在氛围的营造上便

一改“小清新”的影像风格，而是选择了

饱和度低而颜色对比鲜明、大面积的色

块作为全局的主题色调。此外，南国忽

而阴雨绵绵，忽而晴天花海的气候变幻

中也流淌着主人公们跌宕起伏的心绪，

剧集丰盈底蕴跃然荧屏。

与此同时，《夏花》还探究了爱情的

要义，延伸了文化作品的传承与创新。

《困在心绪里的儿子》
“狼叔”情绪失控激化父子矛盾

《夏花》：双向救赎的现实主义表达

《风再起时》杜鹃“反向求婚”郭富城

《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电影版开机

《荒原》任素汐与大自然飙戏

《穿过月亮的旅行》发首支预告宣布阵容


